
109學年度教育學程研究所學生甄選正備取名單 

中等學校：第一類 正取15名.備取 0名  

第二類 正取 4名.備取 0名 

第三類 正取42名.備取 0名 

特教身障：正取13名.備取 0名 

特教資優：正取 4名.備取 0名 

 

編

號 
報考類別 

錄取 

類別 
准考證號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錄取 

結果 

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1 臺灣文學研究所 M0948008 廖O徵 正取 

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2 國文學系 M0942007 彭O嘉 正取 

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3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107 涂O齊 正取 

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5 國文學系 M0942005 林O穠 正取 

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6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911002 鍾O澐 正取 

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7 教育研究所 M0913012 廖O平 正取 

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8 教育研究所 M0913022 紀O沁 正取 

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09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811004 陳O伶 正取 

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0 國文學系 M0942001 鄭O希 正取 

1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1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911017 徐O宥 正取 

1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2 輔導與諮商學系 M0911010 余O儒 正取 

1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3 國文學系 M0942011 葉O恩 正取 

1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4 國文學系 M0942009 張O傑 正取 

1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5 國文學系 M0942002 張O韻 正取 

1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一 研10921016 教育研究所 M0913003 陳O鈞 正取 

1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研10922001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977013 傅O綾 正取 

1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研10922002 運動健康研究所 M0877006 蔡O庭 正取 

1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研10922003 運動學系 A0971009 董O文 正取 

1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二 研10922004 運動學系 A0971014 黃O賢 正取 

2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1 翻譯研究所 M0947010 蕭O書 正取 

2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2 歷史學研究所 M0940001 林O如 正取 

2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3 歷史學研究所 M0840002 黃O謙 正取 

2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4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04 林O青 正取 

2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5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A0978003 黃O峰 正取 

2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6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08 林O庭 正取 

2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7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03 邱O芸 正取 

2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8 資訊管理學系 M0961113 張O程 正取 

2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09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10 馬O源 正取 

2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0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01 吳O璇 正取 

3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1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M0831107 林O昇 正取 

3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2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M0931106 陳O全 正取 

3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3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02 賴O葳 正取 

3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4 會計學系 M0962018 邱O舒 正取 

3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5 兒童英語研究所 M0946011 黃O琳 正取 

3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6 車輛科技研究所 M0934005 龔O璋 正取 

3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7 公共事務與公民 A0978001 蔡O玟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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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3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8 車輛科技研究所 M0934002 孫O岳 正取 

3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19 歷史學研究所 M0940006 鄭O成 正取 

3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0 車輛科技研究所 M0934007 李O謦 正取 

4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1 資訊工程學系 M0954001 梅O玲 正取 

4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2 翻譯研究所 M0947008 陳O樺 正取 

4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4 科學教育研究所 M0921008 陳O樺 正取 

4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5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 

A0931013 柯O利 正取 

4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6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A0978019 曾O羱 正取 

4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7 數學系 M0922009 黃O皓 正取 

4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8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M0978010 林O傑 正取 

4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29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A0978017 閻O翰 正取 

4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0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113 鄭O伶 正取 

4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1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M0978004 徐O君 正取 

5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2 車輛科技研究所 M0934010 葉O成 正取 

5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3 美術學系 M0944104 張O真 正取 

52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4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109 王O怡 正取 

53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5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012 盧O元 正取 

54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6 美術學系 M0944001 張O廷 正取 

55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7 電機工程學系 M0952022 廖O緯 正取 

56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8 英語學系 A0941013 陳O瑜 正取 

57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39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M0978005 王O富 正取 

58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40 美術學系 M0944006 吳O恩 正取 

59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41 美術學系 M0844002 林O瓊 正取 

60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42 企業管理學系 M0963004 楊O喻 正取 

61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三 研10923043 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 

A0878017 林O彤 正取 

62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1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005 楊O臻 正取 

63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2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001 張O譯 正取 

64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3 特殊教育學系 A0912018 吳O文 正取 

65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4 特殊教育學系 A0912007 李O穗 正取 

66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5 特殊教育學系 A0912006 梁O紋 正取 

67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6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011 劉O哲 正取 

68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7 特殊教育學系 A0812008 葉O辰 正取 

69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08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002 孫O佑 正取 

70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研10924009 特殊教育學系 A0712001 高O婷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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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 

71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10 特殊教育學系 A0912016 王O婷 正取 

72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11 特殊教育學系 M0612015 蕭O柔 正取 

73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12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003 陳O佑 正取 

74 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特教

身障 

研10924013 特殊教育學系 M0712007 程O鑫 正取 

75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教

資優 

研10925001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101 林O 正取 

76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教

資優 

研10925002 特殊教育學系 A0812020 鄔O英 正取 

77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教

資優 

研10925003 特殊教育學系 M0912103 林O君 正取 

78 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特教

資優 

研10925004 數學系 M0922003 楊O甯 正取 

 


